
证券代码：600458� � �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19-026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4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8 － 2019/6/19 2019/6/19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4月25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02,798,152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2,111,926.08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8 － 2019/6/19 2019/6/19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由公司自行发放红利的股东之外， 其余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

司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按照上述通知规定，本

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04元。待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

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

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

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36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

币0.04元。

(4)对于通过“沪港通” 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

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通股票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

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即按每股0.036元进行派发。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总经理（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31-22837786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600884� � �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7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8 － 2019/6/19 2019/6/19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15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22,764,986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8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9,821,198.88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8 － 2019/6/19 2019/6/19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杉杉集团有限公司、杉杉控股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2）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

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本次分配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在派发

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缴税额。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实际税负为20%；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税负为10%；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072元人民币。

对于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所得税将由

本公司通过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

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072元

人民币。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利为税

前每股人民币0.08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望春工业园区云林中路218号A1区3楼

邮编：315177

电话：0574-88208337

传真：0574-88208375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603515� � � �证券简称：欧普照明 公告编号：2019-030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6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799号万象城V3栋一楼多功能厅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8,945,8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1.12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

耀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马秀慧女士、齐晓明先生、Jacob� Schlejen先生、林良琦先生及

独立董事黄钰昌先生、刘家雍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倪国龙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财务总监韩宜权先生、董事会秘书刘斯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马秀慧女士、副总经

理齐晓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8,945,8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8,945,8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8,945,8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8,945,8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8,945,8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8,945,8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3,127,449 97.7039 15,818,410 2.2961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授权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8,945,8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973,72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理及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973,72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7,613,707 99.8066 1,332,152 0.1934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8,945,8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61,987,8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2019年度使用部分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46,169,393 74.4814 15,818,410 25.5186 0 0.0000

8

关于2019年度授权对外担保额度

的议案

61,987,8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61,987,8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理及融资租

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61,987,8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及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60,655,651 97.8509 1,332,152 2.149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

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关联方开展保理及融资

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山市欧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48,

214,286股）、王耀海（持股136,614,994股）、马秀慧（持股141,142,856股）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得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审议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巍律师、徐清沁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

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600345� � � �证券简称：长江通信 公告编号：2019-034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6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本公司会议室（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工业园文华路2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9,640,1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27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夏存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梅勇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634,838 99.9940 900 0.0010 4,400 0.0050

2、 议案名称：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593,938 99.9484 46,200 0.0516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612,038 99.9686 27,000 0.0301 1,100 0.0013

4、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股 32,929,741 99.9147 900 0.0027 27,200 0.0826

5、 议案名称：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股 89,478,938 99.8201 900 0.0010 160,300 0.1789

6、 议案名称：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478,938 99.8201 900 0.0010 160,300 0.1789

7、 议案名称：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478,938 99.8201 900 0.0010 160,300 0.1789

8、 议案名称：《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480,038 99.8213 900 0.0010 159,200 0.1777

9、 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611,138 99.9676 900 0.0010 28,100 0.031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89,357,638 1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236,300 83.6460 46,200 16.3540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23,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12,400 70.8701 46,200 29.1299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77,200 98.1238 900 0.3185 4,400 1.5577

2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36,300 83.6460 46,200 16.3540 0 0.0000

3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

议案

254,400 90.0530 27,000 9.5575 1,100 0.3895

4

关于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254,400 90.0530 900 0.3185 27,200 9.6285

5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21,300 42.9380 900 0.3185 160,300 56.7435

6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21,300 42.9380 900 0.3185 160,300 56.7435

7 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21,300 42.9380 900 0.3185 160,300 56.7435

8 《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22,400 43.3274 900 0.3185 159,200 56.3541

9

关于聘用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253,500 89.7345 900 0.3185 28,100 9.947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议案4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56,682,297股，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

律师：龚璇、陶珂凡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和现场及网络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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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会议通知于2019年6月6日通过专人、传真或邮件的方式传达至各位董事；

（三） 会议于 2019年6月1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事9人。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提名董志宏先生、李玉杰先生、徐茂君先生、龚启华先生、张华女士和钟家毅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李孟刚先生、张宏亮先生、魏先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任期三年。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同日上网文件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表决时采用累积投票制。

2、《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将于2019年6月27日下午13:30在北京金都假日酒店召开。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附件1：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志宏先生，1967年11月出生，河北玉田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会计师。曾任福建省邮政公司党

组成员、副总经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福建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高级资深经理、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现任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战略规划部（法律事务部）总经

理，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本公司董事长。

李玉杰先生，1961年11月出生，河南鲁山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曾任河南省邮政公

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山西省邮政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山西省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现

任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财务部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徐茂君先生，1965年8月出生，河南开封人，中共党员，研究生，经济师。曾任河南省邮政公司副总经

理、党组成员；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政业务局副总经理、总经理；湖南省邮政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湖

南省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湖南省邮政速

递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寄递事业部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总经理。现任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北京市寄递事业部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总经理，

本公司董事。

龚启华先生，1968年6月出生，福建松溪人，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曾任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财务部资金资产处经理；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战略规划部（法律事务部）副总经理；中邮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现任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董

事。

张华女士，1968年4月出生，浙江绍兴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曾任北京市邮政公司计

划财务部经理；北京市东区邮电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北京邮区中心局党委书记、副局长。现任本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

钟家毅先生，1964年6月出生，江西龙南人，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曾在江西省公路管理局机务科

工作，先后担任江西公路开发总公司开发部经理、经营开发部部长、总经济师。现任江西赣粤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孟刚先生，1967年4月出生，山东省滨州人，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交通运输工程和理论经济学

双博士后，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交通大学讲师、副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访问

学者。现任北京交通大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院（NAES）院长、国家经济安全预警工程北京实验室主任、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基地” 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IEEE物流信息化与产业安全系统专业委员会主席、《管理世界》 常务编

委、《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编委会副主任、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中

国人力资本研究院院长；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独立董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600036），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601006）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张宏亮先生，1974年10月出生，河北省行唐县人，中共党员。会计学博士。曾任河北葆祥进出口集团

公司主管会计；2007年7月至今就职于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历任会计系副主任、会计系教工党支部书

记、MPACC中心执行主任。现任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商学院会计系主任、投资者保

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603050）独立董事、北京蓝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30815）独立董事、北京顺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魏先华先生，1964年6月出生，湖南省南县人，中共党员。理学博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党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分行科技科科长、票据交换中心主任。现任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数字经济与区块链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一路透金融风险

管理联合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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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会议通知于2019年6月6日通过专人、传真或邮件的方式传达至各位监事；

（三） 会议于2019年6月1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表决监事3人。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提名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赵永祥先生、陈伟先生为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三年。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表决时采用累积投票制。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叶思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6月6

日公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附件：

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赵永祥先生，1964年2月出生，河北无极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曾任河北省邮政局

助理巡视员，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本公司副董事长。现任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审计局局

长、中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党组纪检组组员；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陈伟先生，1978年5月出生，福建泉州人人，中共党员，硕士学历。曾任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财务部副

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综合财务部副总经理、北京中邮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运营部总经理；现任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运

营部总经理、中邮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叶思泽，男，1975年5月出生，湖南长沙人，本科，系统集成高级项目经理、系统分析师、软件设计师。

曾担任本公司高级程序员、项目经理，现任本公司邮政行业部集邮业务部经理，本公司职工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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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6月27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6月27日 13�点 30分

召开地点：北京金都假日酒店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6月27日

至2019年6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6）人

1.01 选举董志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02 选举李玉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03 选举徐茂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04 选举龚启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05 选举张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06 选举钟家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

人

2.01 选举李孟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2 选举张宏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3 选举魏先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3.01 选举赵永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3.02 选举陈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9年6月1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2019年6月12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

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76 湘邮科技 2019/6/2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股东登记时，自然人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需持营业执

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需持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于2019年6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30-17:00到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外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一）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二）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三） 联系人：石女士 戴女士

联系电话：0731－8899� 8817、8899� 8856

传 真：0731-8899� 8859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6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1 选举董志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2 选举李玉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3 选举徐茂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4 选举龚启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5 选举张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6 选举钟家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选举李孟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2 选举张宏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3 选举魏先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01 选举赵永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02 选举陈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

号。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

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

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

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

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

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

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

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

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

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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